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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贵灵
通 讯 员 康晓敏 林培清 文/图

“这种后车厢载人太危险了！”11
日，驾驶员吴某在南安市交警大队接受
教育和处罚。原来，他在 8日凌晨 4时
驾驶小货车用开放性车厢载 3人前往
晋江祭祀。在经过江北大道时，被路面
抓拍设备发现并抓拍。

小货车的车厢载人还会被抓拍？
记者在南安市交警大队获悉，这是南安
市交警大队提出的一项智能化勤务解
决方案——非现场查处机动车违法载
人。该方案使得查处机动车违法载人
有了非现场智能手段，而不再单纯地依
靠巡逻和设卡查处等传统手段，为国内
首创。

非法载人不安全且违法

据了解，今年国内有多起轻型货车、
农用车违法载人发生交通事故致多人死
亡的事件。在南安也查获多起用车厢载
花圃工人、建筑工人的非法载人案件，截
至11日，南安交警大队利用该技术发现
机动车违法载人64起。记者从路面抓
拍的画面上看到，有一辆轻型货车的后
车厢上除了载有许多货物之外，还载了
四五名乘客，有的乘客坐在一张小凳子
上，有的乘客在车厢内躺着。

南安市交警大队机动中队民警侯
宏基告诉记者，用农用车、货车等车辆
的车厢载人，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这些车辆在设计和制造过程中，主要
是为了满足农业生产、货物运输等需
求，本身没有设置乘客乘坐位置和安
全防护设施，因此，不具备载客条件，

不能载人。
农用车、货车等车辆一般车身较

大，重心偏高，车辆安全性能较差，特别
是在违法载人的情况下，存在着极大的
安全隐患。“在南安，有的群众为了图方
便，心存侥幸，将自身生命安全置于不
顾，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预防和消除此类
安全隐患。”侯宏基表示。

同时，法律明确规定，农用车、货车
不得载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
定，禁止货运机动车载客；货运机动车
需要附载作业人员的，应当设置保护作
业人员的安全措施；在允许拖拉机通行
的道路上，拖拉机可以从事货运，但是
不得用于载人。此外，载货汽车车厢也
不得载客。

“新利器”破解抓拍难题

南安市交警大队创新项目负责人
陈荣新介绍，机动车尤其是货车、农用

车和三轮车违法载人现象多发生于城
乡接合部、工业开发区和农村道路等主
要道路类型，隧道口、长下坡和山区道
路等高危区域极易引发群死群伤交通
事故。

由于此前无法对违法载人进行抓
拍，非现场查处机动车违法载人仍然是
个难点，实际执法中主要依靠传统巡逻
和设卡的查处方式，既占用大量警力资
源，查处率又低。

为破解这一难题，南安交警结合
实际工作需要，加大研发攻坚力度。
研发中，南安市交警大队经过前期反
复推敲完善，最终提出了一项全新的
智能化勤务解决方案，即依托陈荣新
在全国率先提出的机动车违法载人检
测模型，赋予电子警察抓拍设备具备
识别乘员正面、侧面、背面的坐姿以及
戴头盔、帽子和局部被遮挡等头部轮
廓特征的能力。

为加快该项业务模型快速落地实

施，南安交警于今年5月20日向泉州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申报“曙光”研判“机动
车违法载人检测”创新项目，并于 5月
24日获批承担“开放性货车车厢违法
载人”检测子项目的研发测试任务。

在此过程中，泉州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通过创新孵化机制向国内主流
智能交通设备供应商发出联合研制
开发邀约，由供应商于 8月 13日完成
算法实现、设备升级和实战测试，经
过 8 月 17 日和 8 月 31 日的两次算法
升级，最后于 9月 3日正式交付 7台抓
拍样机。

南安交警根据违法载人行为分布
特点，将该批设备分别部署在南安市
区、城乡接合部和工业开发区等3种类
型的灯控路口。截至 11日，南安交警
大队利用该技术发现机动车违法载人
64起，并通过电话传唤到交警大队接
受教育和处罚。泉州交警支队于9月8
日在全市部分县市试行推广应用该技
术，9月 10日至 10月 5日，在其他县市
累计查处该违法行为139起，成为预防
群死群伤的一大“利器”。

陈荣新表示，实际使用效果显示，
有别于传统巡逻和设卡查处方式，该非
现场查处机动车违法载人解决方案具
备有效预防和查处货车、农用车和三轮
车后车厢违法载人的行为，可针对性防
范道路绿化养护、农村混凝土搅拌、建
筑工地工程作业和农村劳务输出等行
业违法载人风险，实现 24小时全天候
自动检测上报。这项技术既有效破解
货车违法载人查处率低且警力资源占
用率高的难题，又有效破解了机动车违
法载人造成群死群伤的交通事故预防
难题。

■本报记者 李贵灵 文/图
通 讯 员 林瑞婷

“复工后，你们有遇到什么困难
吗？”随着疫情防控积极向好，连日来，

“爱操心”的南安法院官桥法庭副庭长
张良程坚持每天走访企业，检查企业
复工复产的防疫物品准备、员工健康
登记信息、主动对接企业司法需求
……帮助企业解决在复工复产中遇
到的问题，为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贡
献力量。

而这只是张良程在工作中的一
个缩影。在疫情来袭时，张良程还投
身一线抗疫岗位，在做好本职工作的
同时，更是深入辖区企业，为企业解决
困难。

张良程今年 50岁，已坚守基层
法庭27年。1994年法学院毕业的他
入伍南安法院，成了一名书记员。曾
先后因工作表现突出被授予“全市法
院系统先进工作者”“全省法院系统
先进工作者”等称号，荣立个人三等
功1次。2013年，他开始担任官桥法
庭副庭长，经他审理的各类民商事案
件无一再审和不廉举报，年平均结案
率达 98.4%，调撤率在 60.1%以上。
截至目前，他带队深入辖区 50多家
企业开展法律法规宣传，帮助企业开
展法律服务60余次。

深入一线
他是最美“抗疫逆行者”

时间回拨到 9 月 22 日。当疫

情防控的战斗号角吹响，张良程
主动请缨，迅速集结南安法院党
员突击队成员，加入对口支援南
安市官桥镇曾官社区的抗疫行动
中，为社区居民牢牢筑起了一道
安全屏障。

针对重点区域返乡人员，张良
程密切协助医护工作者、社区志愿
者奔赴在社区各个楼栋之间，果断
展开“白+黑”敲门行动。每到一户，
他都会耐心询问居民情况和讲解居
家观察应注意事项。

而这只是此次“抗疫”歼灭战的
开始。“明天接受核酸检测的人数较
多，我们一定要确保现场有序，缩短排
队时间。”得知9月24日起，全市将开
展第二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彼时
正埋首案卷的张良程立即拿起手机，
把如何避免检测现场人员扎堆聚集方
案，发送到临时组建的党员突击队微
信群聊中。

“请大家排好队，保持一米间
隔，不要挤。”“老人家，您先别急，
我教您申请健康码”……9 月 24 日
起，在官桥镇曾官社区的各个核酸
检测采样点都可以看到张良程等人
忙碌的画面。在他们的协助下，采
样点现场增设了分割护栏、“一米
线”等设施，尤其是对是否会使用
手机进行注册预约的人群分别做了
不同的流程图指引，为前来检测的
居民提供最大的便利，大幅度提高
检测进度。

烈日高温下，张良程的衣服都
汗湿了，但他却仍坚持在一线。

扎根基层
他是公正为民的法官

“终于拿回自己的血汗钱了，感
谢张良程法官帮我讨回公道。”8月
13日，在吴某诉南安某建材有限公
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调解结束时，
吴某感激地说。

去年 4月 26日，吴某到南安某
建材有限公司上班，从事电工工
作，公司通过第三方杨某的账户
按月向吴某发放工资。据了解，
在任职期间，吴某与公司未签订
书面劳动合同。然而，让吴某没
有料到的是，今年 6 月 9 日，公司
将自己辞退了。

想到自己被无故辞退，吴某一
气之下以公司未与其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
求公司支付未签劳动合同的另一
倍工资、经济赔偿金，合计 92818
元。

8月 9日，法庭受理了该案，张
良程担任案件主审法官。为保障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他第一时间查明
案件事实，与双方沟通了解情况。
经过沟通，张良程认为该案件可进
行庭外调解，于是与双方当事人约
定好调解时间。

经过1个多小时的耐心疏导，综
合双方意见，张良程提出了合法合
理的解决方案，最终促成公司一次
性支付吴某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
金 5.8万元，从而达成了调解协议。
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的释法明理下，
公司当庭将款项支付给吴某，并承
诺改掉错误。

可以列举的事例还很多，这些
纠纷最终都在他的耐心调处下，得
到了圆满解决。张良程常说，只要
认真倾听群众的声音，真心为群众
着想，就没有解不开的“疙瘩”。而
他的“1+N”调解模式，也被同事命名
为“程”法口诀，并引申学习。

“法徽之下，唯梦想与初心不可
辜负也。”这句话用在张良程的身
上再合适不过。如今岁月的风霜变
成了皱纹，白发也不知不觉爬上他
的鬓角，但张良程依旧沿着法治之
路，怀揣着“公正司法、司法为民”
的初心理念笃定前行。

本报讯 （记者 李贵灵 通讯员
吴序开） 近日，南安法院一审以破坏
电力设备罪，判处卢某有期徒刑三年
三个月。

2020年 12月间，卢某先后 5次驾
驶电动车携带工具到南安市石井镇成
功大道昔坂村路段，利用 L型六角螺
丝刀打开公路边共计 16根路灯底座
下的金属盖，用大剪刀剪断并盗走铁
质电线杆内处于运行使用中的电缆线
及铜鼻子，导致电缆线裸露，对路过群
众造成触电危险。随后，卢某将剥出
电缆线内的铜线连同铜鼻子以500元
卖给路过收废品的人。

经过这次的“成功”，今年 1月中
旬，卢某又来到南安市石井镇成功大
道古山村路段，并先后 3次按照相同
模式盗割该公路边的 8 根电缆。得
手后，卢某将盗剪的铜线连同铜鼻子
卖给废品回收站老板徐某，共获利
320元。

案发后，卢某于1月20日14时许
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经鉴定，该案
被盗的 9.6米长的电缆线及 240个铜
鼻子共价值人民币1950元。另查明，
涉案路灯均由某投资有限公司承建，
案发时尚未移交业主。

南安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卢
某盗割正在使用中的输电线缆，破坏
电力设备，危害公共安全，虽尚未造成
严重后果，但其行为已构成破坏电力
设备罪。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被告
人卢某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愿意接受处罚，可以从轻处罚。公诉
机关建议判处被告人卢某有期徒刑三
年三个月至三年六个月，幅度适当，法
院予以采纳。根据该案的事实、情节
和危害后果，结合被告人卢某归案后
的认罪、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六十七
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二百零
一条第一款的规定，遂依法做出判决
如下：被告人卢某犯破坏电力设备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责令被告
人卢某退赔被害单位某投资有限公司
赃物折价款人民币1950元；并没收作
案工具。

法官表示，破坏电力设备罪，是指
故意破坏电力设备，危害公共安全的
行为。因此，无论任何单位、任何人破
坏用电或者实施危害电力设施的行
为，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本报讯 （记者 李贵灵 通讯员 黄少
翔）近日，美林派出所接到群众杨先生报案
称，他在淘宝开网店，被客户骗了近20万元。

据了解，杨先生在淘宝开店卖水暖用
具。1日，一名客户在杨先生的网店里下单
却未付款。该客户联系杨先生称自己付款失
败，平台提示，因店铺原因无法付款，并跳出
一张附有二维码的图片。这名客户表示，自
己不是商家无法识别二维码，希望杨先生能
帮忙解决付款问题。

杨先生通过识别二维码打开了一个名
为“淘宝万象”的网站，网站上有客服主动与
杨先生联系。客服称，需要添加专员的QQ
好友，方能指导他解决问题。在与专员的
QQ聊天中，杨先生得知，因为目前正在全网
升级，导致他的店铺交易权限被封，如需解
封，要转账到指定银行账号内，才能进行解
封操作。

对方要求杨先生转账5万元解封网店绑
定的花呗金额上限，再转账 5万元解封网店
绑定的信用卡上限，还要杨先生把自己“网商
贷”平台内的所有余额 49580元全部转出才
可以。杨先生完成所有操作后，对方又表示，
杨先生还须补交5万元进行店铺激活。

在杨先生与对方沟通的将近 2小时内，
全程都是用语音通话。在对方一环套一环的
套路中，杨先生没有思考太多。最后，对方表
示，2小时后将会退还全部款项，店铺也解封
成功。杨先生焦急地等了 1个多小时，发现
没有收到1分钱退款，这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警方提醒：针对网店遇到的问题，一定要
在网店官方平台系统中寻求解决途径，或咨
询网店官方客服寻求帮助，切勿轻易扫描不
明来源的二维码、点击不明链接。遇有需缴
纳解封费、保证金等情况时，务必通过官方渠
道再三确认，切勿轻易汇款。

本报讯 （记者 李贵灵 通讯员 黄少
翔）轻信网上公积金提取业务，近日，南安市
某卫浴企业员工小美（化名）被骗走了所有存
款，共计6747.66元。

近日，下班后的小美在宿舍查看自己的
公积金余额时，突然想到自己最近手头不宽
裕，便想着提取公积金应急。

随后，小美开始在网上搜索提取公积金
的方法。在搜索中，小美看到了一则办理公
积金提取业务的广告。小美很快将广告中的
联系人添加为微信好友。在小美表明来意
后，对方要求小美用“云视讯”App 进行交
流。小美并不知道这是对方规避App反诈风
险提示的手段，以为这是为了操作方便，就与
对方用该App进行语音沟通。

对方告诉小美，想提取公积金，须先转账
1元到对方账户，以此证明小美有进行公积金
提取的操作记录。随后，对方以小美公积金
银行卡账号内的资金流水不足为由，要求小
美将自己其他银行卡内的所有余额 6745.66
元转到指定银行账号内。对方保证，操作完
成后，这笔钱连同公积金一起，都可被提取。

小美转账后，对方仍表示资金流水不
足。此时，小美才怀疑自己被骗，想质问对
方，却发现自己已经被拉黑了。于是，小美赶
紧前往美林派出所报警求助。

警方提醒：个人要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
的，应到行政服务中心住房公积金窗口办理，
或可拨打住房公积金热线12329咨询。办理
住房公积金业务过程中遇到的缴纳保证金、
转账、充流水等情况，都是诈骗行为。

想帮客户解决付款问题

网店店主被骗近20万元男子盗割输电线缆

获刑三年三个月

全国首创！机动车违法载人也会被抓拍了
南安交警研发“新利器”破解群死群伤事故预防难题

想提取公积金却遭诈骗

南安一女子被骗光存款

官桥法庭副庭长张良程：

抗“疫”逆行获点赞“程”法口诀解民忧

正在工作中的张良程。

5日7时许，一辆经过江北大道的轻型货车，因在后车厢违法载人被抓拍。

本报讯 （通讯员 苏志刚 记者 李贵
灵）为进一步加强台风“圆规”防御工作，12
日下午，南安市公安局石井边防派出所组织
警力到辖区沿海一线对渔船进港停靠、渔船
民撤离上岸情况及船舶、海边执勤点和安全
警示牌等加固情况进行实地检查，同时劝离
在海边逗留的游客，防止发生意外情况。

据统计，该所共出动警力10人次，警车3
辆次，排除安全隐患5处，有效确保了辖区群
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防御台风“圆规”

石井边防派出所排除安全隐患


